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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91303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年度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告。

http://url.cn/5pAT2a1。”

图谋：“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学术研讨会（新乡，2019.4）。

http://url.cn/5wlryra。”

图谋：“杨思洛教授：Altmetrics 背景下科研成果影响力评价（哈尔滨，

1.7）。http://url.cn/5V46DEh。”

547619*：“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url.cn/56I62tD。”

论坛刘编：“未成年人阅读、学习与赋能国际研讨会（ISC 2019）通知

（第二轮）http://url.cn/5yoFvVa。这个会议是春节后迄今见到的第一个阅读

方面的专业国际会议。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取经是发展的垫脚石。真值得一

去。”

图谋：“@全体成员 由中山大学主办的‘未成年人阅读、学习与赋能国际研

讨会：面向合作的专业化与标准化（ISC 2019）’将于 2019 年 4 月 6-9 日（周

六至周二）在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会议内容：国内外一流高

校的多位教授将带来多场学术报告；国际重要专业组织的主席以及国际标准的执

笔人将带来相关国际标准的解读和研讨；未成年人服务最佳实践分享。会议不收

取会务费，会议期间食宿自理（特别邀请除外）。更多信息见：

http://url.cn/5yoFvVa。”

图 谋 ： “ 关 于 举 办 第 二 届 ‘ 城 市 图 书 馆 学 术 论 坛 ’ 的 通 知 。

http://url.cn/5jvg0uE。”

鲲鹏展翅：“http://www.lib-read.org/news/noticeshow.jsp?id=1564 关

于举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2019 年工作会议暨第十三届‘全民阅读

论坛’的通知。”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投稿平台。

http://dxts.cbpt.cnki.net/EditorB/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d

xts。”

国图出*：“从学术不端说到图书馆的重要性。http://url.cn/5vxBoRb。”

http://url.cn/5pAT2a1
http://url.cn/5wlryra
http://url.cn/5V46DEh
http://url.cn/56I62tD
http://url.cn/5yoFvVa
http://url.cn/5yoFvVa
http://url.cn/5jvg0uE
http://www.lib-read.org/news/noticeshow.jsp?id=1564
http://dxts.cbpt.cnki.net/EditorB/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dxts
http://dxts.cbpt.cnki.net/EditorB/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dxts
http://url.cn/5vxB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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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领域常见名次选辑。http://url.cn/5xyi2of。”

hanna ：“北 京 大 学 信 息 管 理 系 2018 届 毕 业 生 就 业 去 向 报 。

http://url.cn/51pgawM。”

547619*：“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url.cn/56I62tD。”

317449*：“2019 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相关征文通知。

http://url.cn/5Nj7zYM。”

图谋：“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及其思考。http://url.cn/5xjOlE1。”

图谋：“肖珑.梦想与情怀：回望来路 20 年。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lh0.html?type=-1

没有一份工作，比得过做图书馆员。在一排排书架中慢慢地走过时，心就如在天

堂。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建一个美丽的图书馆，让所有的人到这里，都会流连

忘返。我也有一份情怀：愿天下图书馆都能美丽如天堂。”

709462*：“Information seeking/search/retrieval, 你造有什么不同吗？

http://m.sohu.com/a/115575101_488672。”

图谋：“图书馆馆里的‘自己人’。 http://url.cn/5nmkoZl。”

徐徐清风：“https://url.cn/5a14nK5。孙建波：垄断的知网，形式主义的

查重。”

图谋：“http://url.cn/58w7rbE。征文|2019 年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

（雅典，8.24）。”

图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999.html。闲话高

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我的职业生涯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有较为亲密的接触，综

合所见所闻所感，试图作一粗略梳理，权且算作‘科学普及’。林林总总的数字

资源，营销模式、服务模式亦是‘日新月异’，有限的经费及人力资源，需要尽

可能地发挥好作用。”

图谋：“从事图书馆服务 70 余年的图书馆员刘少雄先生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156.html。”

加减：“https://mp.weixin.qq.com/s/VL85ZE369LrB6g1fzNT6Kg。快讯！

中科院发布《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

睿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发布论坛开始报名！

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Academic/detail?subscribe=1&nid=46517

8&tagtype=2&logohome=1。”

加 减 ： “ 最 新 图 情 档 期 刊 三 大 分 类 标 准 。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

http://url.cn/5xyi2of
http://url.cn/51pgawM
http://url.cn/56I62tD
http://url.cn/5Nj7zYM
http://url.cn/5xjOlE1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lh0.html?type=-1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lh0.html?type=-1
http://m.sohu.com/a/115575101_488672
http://url.cn/5nmkoZl
https://url.cn/5a14nK5
http://url.cn/58w7rb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99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15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L85ZE369LrB6g1fzNT6Kg
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Academic/detail?subscribe=1&nid=465178&tagtype=2&logohome=1
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Academic/detail?subscribe=1&nid=465178&tagtype=2&logohome=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圕人堂周讯（总第 250期 20190222）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5 -

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

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

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

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

=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

&wx_header=1。”

图谋：“《图书情报知识》2019 年第 1期目录。http://url.cn/5Ucxgxu。”

雨过天晴：“图书馆员的角色无可替代。http://url.cn/5Jbp9hb。”

209206*：“数了数这一次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中的指标数量【校订版】

http://url.cn/5yfdURE。”

中原劲草：“多名学者和机构集体批知网：垄断的知网，形式主义的查

重，学术机构的不作为。http://url.cn/54lqn8q。”

913030*：“‘海洋大学’热潮或将来袭？http://url.cn/54XIMzK。”

807479*：“盘点中国已消失的 9 所著名大学。http://url.cn/54lqn8q。”

913030*：“300,000+藏书，香奈儿老佛爷告诉你什么叫「顶级书迷」！

http://url.cn/5U5PKUn。”

807479*：“高校博物馆：养在‘深闺’几人识？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2/423071.shtm。”

图谋：“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来和未来。http://url.cn/5QHcmX0。”

图谋：“国家图书馆理事会成立。http://url.cn/5vTJDmK。”

碧 海 潮 生 ： “ 新 书 推 荐 | 《 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研 究 》 。

http://url.cn/5f2yj67。”

114278*：“关于延长江苏省高校图工委队伍建设与职业素养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征文截稿时间的通知。各位图书馆馆长：江苏省高校图工委队

伍建设与职业素养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学术年会征文已到截止日期（2019 年 2

月 20 日），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图书馆馆员，探索研究新一代图书馆队伍建设

的战略、模式、创新与实践发展，现将截稿日期延长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请

各图书馆高度重视、积极宣传，热忱欢迎广大馆员踊跃投稿。谢谢！联系人：曹

涛 联系电话：0513-85012441 13912270635；关 奉 联系电话：025-84315902

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队伍建设与职业素养专业委员会二〇一九年二

月 。”913030*：“其他省的可以投吗？”807479*：“当然可以啊。参会都可

以。”

807479*：“不闭馆，不影响借阅：南理工 230 万册图书‘机智’搬家。

https://www.toutiao.com/a627248870385719731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225&idx=1&sn=5cbe102b94060b7854d9d88fa67584c7&chksm=fc2b5fc7cb5cd6d1e2b228bd18f824147fc9adad202ec1e319a8ba6073d2755ef22638510ab6&scene=4&subscene=126&ascene=0&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8&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MAFAAFAJ2GHgAklx4AWpkeAJuZHgDOmR4AAAA%3D&lang=zh_CN&pass_ticket=K%2FstPOqyHeIv8Xbfad9Qk8AVUI7k2Egl3EKczVhtP%2BI%3D&wx_header=1
http://url.cn/5Ucxgxu
http://url.cn/5Jbp9hb
http://url.cn/5yfdURE
http://url.cn/54lqn8q
http://url.cn/54XIMzK
http://url.cn/54lqn8q
http://url.cn/5U5PKUn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2/423071.shtm
http://url.cn/5QHcmX0
http://url.cn/5vTJDmK
http://url.cn/5f2yj67
https://www.toutiao.com/a627248870385719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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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常问答与讨论

（1）日文为何别称为东文？

312954*：“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把日文说成东文呢，不习惯。”260428*：

“应该是东瀛称呼吧？”178198*：“东文应该不仅是日文吧，就像西文也不仅

是英文。”谈天：“东亚文？东洋文？”图谋：“东瀛是日本的别称。东文=日

文。好像是这样。”谈天：“是不是包括韩国朝鲜的书。”

（2）樊登读书会 APP 分享与探讨

531396*：“给大家推荐一个听书 APP，樊登读书会，我从去年 9 月开始听

樊登讲书，已听了 100 多本，感觉不错，大家可以下载 APP，注册，可以免费听

七天，他还有一个樊登小读者，这个寒假我组织幼小衔接班的家长借助这个平台

打卡 21 天，效果很好。”中原劲草：“对于这种商业化的读书活动，不建议过

多推崇，曾经听过一期这种读书会的推介。”图谋：“粉晶草莓的分享，如若进

一步梳理成文档在群文件中分享，这样的分享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更为系统、

也便于感兴趣的成员进一步关注）。”531396*：“樊登小读者里有一个小程序，

21 天打卡读书，可以免费 21 天，一天一本，形式不错，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去看

看，我从元月 20 日开始，我们已接近尾声。”雨过天晴：“@中原劲草 是的。

可以听，不宜过多推崇。”178198*：“@雨过天晴 @中原劲草 为什么呢？”531396*：

“因为是收费的，所以我一直没给大家推荐，但我觉得是资源，说不定有老师喜

欢，如不喜欢忽略不看就行，不好意思打搅了，除了亲朋好友我一般不推荐，否

则人家还以为我是经商的。一年 365 元。”雨过天晴：“@粉晶草莓 仍然感谢您

的分享，只是表达一下观点，何去何从大家自己选择。”图谋：“粉晶草莓老师

的分享，初衷挺好，但确实容易引发误会。”雨过天晴：“喜欢群里有百家争鸣

的氛围。”

图谋：“圕人堂对这类分享有时也确实头大。一方面，很期待更开放、更包

容，获取更多信息；一方面，有着各种约束，比如各自希望利益最大化。做好平

衡，非常不易。更多的是需要成员自身互助互谅、共建共享。”中原劲草：“这

种经过人为筛选过的所谓读书，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吃别人嚼过的馍，而且你毫无

选择权，别人把你带到沟里你也不知道，还在那里帮别人吆喝数钱，这种读书多

了感觉有点像听于丹给大家端鸡汤。读书本身是非常个性化的，每个人的受教育

背景和成长经历各异，自己根据爱好去选择读书最好。这个读书会其实在去年风

行的小崔在美演讲里提到过，他说是反动读书会。我也被动的跟着老婆听过两期，

不过实在喜欢不起来。说的只是自己的一孔之见，辜妄说之，诸位看看听听就是

了。最主要的是要自己去看原书，或许收获更大，读书会只是起到个导读的作用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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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群成员中，其实有一定比例成员来自资源商、硬件商、平面

媒体等等，他们为图书馆界提供诸多产品与服务，也是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圕人堂原本期望能为图书馆相关产品与服务宣传提供一个平台，建群这么些

年，亦步亦趋。”531396*：“本人学识浅薄，群主能否帮我把我刚才发的信息

删了，不好意思，打搅各位。”中原劲草：“不存在啊，干嘛要删？”中原劲草：

“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啊。”图谋：“图谋觉得，粉晶草莓老师还是顺其自然好。

您的分享，确实会对部分成员有帮助。中原劲草的分享，也会对另一部分成员有

帮助。”中原劲草：“其实这就像你听袁阔成版的三国和凯叔三国一样，受众群

体不同，各自感受有差异而已，没有高下之别，各取所需就是了。”图谋：“涉

及 ZZ 类的话题，图谋特别害怕，因为特别容易跑偏、走火。刚才一条信息，图

谋立即做了撤回处理。举个例子，单单是引发讨论时带出几个敏感词，那也会非

常被动的。圕人堂群，新成员加群时，通常都会致欢迎辞，欢迎辞中一条关键信

息 是 提 醒 阅 读 群 规 范 ： 圕 人 堂 QQ 群 规 范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那真的不是多此一

举。”

1.4采访获奖出版物有感

扣肉：“我今天想分享一些采访的想法。这个寒假，我下了很多订单，目录

是来自于近年来专业获奖的出版物。我这才发现，采购获奖的出版物，是一件总

体成本很低的事情。首先，获奖的东西，我们不管是不是猪肉奖，专业水平应该

还是不错的。专业领域内大家普遍认可的奖项，一般不会走人情关系。”图谋：

“是指出版后获奖的？然后重印或再版的？可能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扣肉：

“出版后获奖的。重印的也没问题，再版的不好说。”图谋：“你可能是碰巧遇

到好货。继续分享。”

扣肉：“其次，教授可能由于学科派系的问题，不一定会推荐有学术分歧的

东西。我们学校的派系就很纷杂。教授的眼界，也不一定那么客观。所以采访馆

员，可能可以留意一下，相应专业公认的奖项。补充获奖的出版物，作为馆藏有

很大的价值。而且这些获奖的东西，推荐给读者，我们心里也比较硬气。很多馆，

现在可能流于形式的采购，等着书商上门。我的经验也不一定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毕竟我馆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国内除了文津奖还有什么不

水的奖。”869450*：“去年获奖图书，书商竟然没有，也不愿意提供，零散购

买，没权限。”扣肉：“音乐领域，我们比较认的是金钟奖和金唱片奖。国外的

自然就更多了。”

扣肉：“@道无言 招标的时候要有到书率啊。不能只低价中标。”图谋：“图

书营销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好书，种种原因，卖得并不好。比如知晓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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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欠缺、定价可能比较高（且中间商利润空间较小）……关于‘低价中标’，很

多场合，采访馆员真是‘鞭长莫及’。” 扣肉：“我们现实情况是，从来不招

书商，都只招书。也就是我想要的，必须供来。”图谋：“各家有各家的经要念。”

扣肉：“我要什么东西，直接在招标文件里写，低价中标。到书率不能低于 90%，

而且这 10%要根据甲方的要求进行替换。比如我要文津奖的什么书，你某一本供

不来，得替换成鲁迅文学奖的什么书。中标书商最终很可能自己从市场上采购我

要的东西。”869450*：“几万块招什么标，。”扣肉：“想招也可以招啊。你

按定价做预算就完了。”869450*：“不可控的因素多了，领导不干。”扣肉：

“看来各馆的现实情况比较复杂。只要我想要做对馆里有好处，对读者有好处的

事情，我们馆长都支持。前年出版的歌剧《特洛伊人》CD，横扫各大古典音乐奖

项，这种东西，我无论如何也应该进的。”869450*：“仅几年前招过一次标，

中标人非内定的，领导计划用折扣的钱发工资，差点……？所以说某些地区馆长

确实在担些风险。”226024*：“@道无言 领导冒着极大风险给大家找工资啊！”

1.5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发展数据

图谋：“http://url.cn/5xyi2of。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出的这篇图文信息，

‘吸粉’20 余位。当前总用户数为 1998。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6 月 12 日

开通，2018 年 7 月 3 日 7：06，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总用户数达 1000

人，截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总用户数 1998 人，阅读总数：130965 次，26363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总用户数的第 2个 1000 人，历时 7个半月。

图谋不定期汇报圕人堂‘事实数据’，主要是希望更好地让圕人堂成员共知共建

共享，让更多圕人切实受益。圕人堂当前的‘服务体系’是许多志愿者共同努力

的结果/结晶，来之不易，且行且珍惜。据观察，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开通之后，

对提升《圕人堂周讯》的关注度大有帮助。自 2018 年 8 月 24 日（第 224 期）周

讯开始，阅读量较以往大幅提升，大多超过 1000 次阅读，甚至有的超过 5000

次阅读（第 245 期 20190118）。感谢捧场！2019 年 2 月 17 日 22：41，圕人堂

微信公众号（LibChat）总用户数达 2002 人。关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2018/6/26 7:02:00 得

益于包括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在内的许多成员的支持，《圕人堂周讯》坚持了

200 多期，这是有益的、有意义的事情。当前试图推动的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其

用意在于进一步吸引更多圕人的关注与支持。对于专题内容的揭示与传播，微信

公众号效果是更好的。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人堂 LibChat）期待更多圕人关注

与利用，相信明天会更好！”

198992*：“可喜可贺！”图谋：“那篇文字曾描述了‘2018 年 6 月底，希

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超过 1000 人。‘远景’是至 2018 年年底，关注者

http://url.cn/5xyi2of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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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0 人。’。”碧海潮生：“筚路蓝缕创新功，可喜可贺！”198992*：

“梦想需要坚持！万一实现了呢？”图谋：“实际上，关注者超过 1000 人，这

个小目标算是如期实现，‘远景’目前看来遥不可及。通过 8个多月的努力，只

实现了关注者超过 2000 人。感谢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所付出的努力！感

谢圕人堂成员的关注与支持！”198992*：“路虽遥远，目标虽未达，但坚持则

终有所获，仍值得称道！”湘图：“恭喜恭喜，@图谋 感谢群主的付出和努力。”

图谋：“图谋的作用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其它成员的贡献。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虽

然‘远景’目标未能实现，但‘阅读总数：130965 次，26363 人’这个成绩也是

值得欣慰的。期待明天会更好！”

1.6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及其思考

图谋：“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及其思考。http://url.cn/5xjOlE1。江

苏高校 2017 年 86 所填报馆中有 39 所正式职工 50 岁及以上人数占三分之一，其

中有 12 所本科院校占 40%以上（3 所超过 50%，最高为 53.42%）。在这样的环

境下，50 岁以下算是‘青年’馆员。”广东小肥羊：“人员老化是高校图书馆

面临的普遍问题。”麦子：“@云子 美国图书馆员年纪比较大。不少 50 后，肯

定有 40 后。我在我馆算是中间，大约 1/3 比我老。仔细看了一下，高校馆年龄

偏大，61%是 60 后。”图谋：“国内高校情况：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及其思

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644.html。国内的人事政策

（退休政策）与美国有较大差异。比如工人 50 岁退休、女性 55 岁退休（高级职

称可以申请至 60 岁退休），男性 60 岁退休。”广东小*：“@图谋 女性高级职

称的，目前的政策是不申请的话就是 60 岁退休，想 55 岁退休，必须提前申请。”

麦子：“@云子 的确，这个问题在图书馆尤其明显，很多年纪大的。”807479*：

“大陆一般是论资排辈，混到五六十岁，至少是中级吧。”麦子：“本科学历工

作人员依然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服务的主力军。”图谋：“对于 50 岁以上的，如

果具有本科学历，其实相当于研究生以上学历。”麦子：“也就是现在的硕士等

于过去的本科。”372779*：“对于 50 岁以上的，不管什么学历，都是资深馆员 。”

图谋：“PK 学历，确实要结合年龄一起比。”503682*：“更多的是职业道

德。”麦子：“@雨田 当时 23+个人中取一个。”空空：“博士硕士的素质远远

不如当年的本科，最起码的做人，不全面而论。”372779*：“现在博士太多，

深有体会。 04 年在专科只有几个研究生，全校无一博士，现在博士 20+个，博

士在读 20+，研究生 200+。”图谋：“某高校 2019 年计划招聘 70 名博士，2002

年的时候该校的博士屈指可数（好像是 8位）。”广东小*：“我们学校现在每

年计划引进 500 名人才，要求的都是各种有帽子的。”372779*：“引进 500 名

人才太多了，比专科全校在编都多，可能大学校每年退休有这么多。”广东小*：

http://url.cn/5xjOlE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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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实际报到人数是 248 人。”503682*：“500 太多了吧，我们学校教职工

才 1000 多。”广东小*：“不是有帽子的，就是有很大可能拿到帽子的。”372779*：

“某 985， 10 年前 10000+教职工，每年肯定退休有 500+。@广东小肥羊 学校实

力强大啊！引进这么多航母。”广东小*：“目标是这样，不见得能够完成，学

校把任务层层分解到各个学院，定期通报进度。”372779*：“遇到好学校，博

士帽子还值钱，给安家费+科研启动 10w+副高待遇，真不错，以前研究生都没

有 。”广东小*：“但是跟其他学校一样，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出路是个大问题。

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留下。”

372779*：“是的，有骗局，几年副高评不上，打回中级，贵州那的，博士

去副高 8000+， 几年后打回去 4000+。”广东小*：“一部分特别优秀的，进来

的时候是给了编制，可以一直留下来。但是大部分是没有编制的，设计了转的条

件，但是具体如何操作不明确。”503682*：“我们学校两个途径：海外特聘副

研究员、研究员；国内博士后，其他就看不到招聘了。”372779*：“我知道 1

个上海大学博后来我们学校的，当时纳闷怎么来专科学校，后来听说专科引进待

遇高，过几年再去别的专科 。”503682*：“留住人才难。”372779*：“一般

引进前五年待遇好，每年额外给好几万。在直接打给个人，过 5年没有了准备去

下家。”Sparks：“普遍现象。”清凉桐影：“招聘基本都设定在 35 岁以下，

博后出站也要 30+了。5年后去下家，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除非像肥羊说的，

带着帽子。”793626*：“一些高校招高端人才并不看自己能提供多少长期稳定

编制，而是招得越多，年产出论文越多，各种排名指标才能上去。每年以几个事

业编制为诱饵，吸引住上百数百名博士学历论文写手几年青春造出大批论文来，

这是很划算的。”

1.7肖珑馆长：梦想与情怀

图 谋 ： “ 肖 珑 . 梦 想 与 情 怀 ： 回 望 来 路 20 年 。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lh0.html?type=-1

没有一份工作，比得过做图书馆员。在一排排书架中慢慢地走过时，心就如在天

堂。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建一个美丽的图书馆，让所有的人到这里，都会流连

忘返。我也有一份情怀：愿天下图书馆都能美丽如天堂。北大图书馆肖珑馆长的

从业抒怀，很有料。”广东小*：“当了 18 年副馆长，目前可能就只有中大图书

馆的程焕文馆和罗春荣副馆长（1998 年上任）比她时间长了。”21951593：“图

书馆界整体换代。”图谋：“跑马灯似地换。读完肖珑馆长那篇从业抒怀，我的

心情是比较郁闷的。肖馆长那样原本属于图书馆榜样人物型，为图书馆这一行结

结实实的奉献了 30 多年，硕果累累。时下，馆领导层多是‘到此一游’，职业

精神、职业情怀之类，越来越遥远。做馆领导（副馆长、馆长；副书记、书记）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lh0.html?type=-1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lh0.htm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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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0 年的，群里貌似有几位，确实稀缺。”清凉桐影：“据我所知，烟台大

学的张廷广馆长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之后一直在图书馆。他做副馆长、

馆长超过 20 年了。去年按照国家规定，正处级干部调整，他又主动要求担任图

书馆的书记，继续为图书馆事业奉献。”空空：“对 @清凉桐影 。”

9800846：“@图谋 肖馆长在推动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共建共享、创新发展

等方面作出了扎实显著的业绩，业界对她的评价比较高！”清凉桐影：“张馆长

这个记录不能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估计也很少有人能打破了。北京大学的朱

强馆长任馆领导也超过 20 年了。剩下的，本身学习的是图情专业，又任职超过

20 年的馆领导，我知道的比较少。”312954*：“@图谋 肖馆长谢任北大副馆长

了还是？”云卷云舒：“中组部要求，处级以上干部任期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届。

很多老资格馆长都离开了。我知道的最长的任期的是北京科技大学季淑娟馆长，

1994 年做副馆长，去年，因为中组部要求，去了期刊中心，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季馆长能打破任职最长记录，因为她刚三十岁就当副馆长了。工学博士，教育部

挂号的查新专家，学科服务搞得很好。”云卷云舒：“北大核心工学部分主编。

季馆长任职近 25 年。”503682*：“我们学校是轮岗制，中层理论上不可能干太

久的。”biochem：“现在很多学校的中层领导都是轮岗制。”清凉桐影：“中

组部对干部任职年限有要求。”

图谋：“关于任馆领导超过 20 年的,下午那会功夫找出两位。张廷广馆长是

圕人堂元老级成员，建群之初积极宣传圕人堂，不少成员因为张馆长推介而加群

的。”空空：“估计北大馆系毕业然后一直在图书馆岗位担任领导的还真不多。”

图谋：“朱强、肖珑、张廷广……这就有 3位了。肖珑、张廷广估计还是同班同

学。”17871757：“当初北大支援烟大建设。”图谋：“戴龙基与朱强馆长为

1977 级同学。戴馆长目前仍是馆长。燕今伟馆长，1984 年开始做馆领导（武汉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在还是馆长。”清凉桐影：“燕馆长在武大合校前和合

校后都是图书馆馆长。估计这个记录在武大很难被打破了。”图谋：“吴建中馆

长是 1985 年开始任馆领导（其时 29 岁），目前还是馆长。”清凉桐影：“记得

之前看过吴建中馆长的简介，印象中非图书馆本科专业毕业啊。”图谋：“燕馆

长那样，确确实实已做了 35 年馆领导了。”图书商*：“@清凉桐影 他是学英语

的。本来想做外交官。”图谋：“吴建中，1956 年生于上海。1978 年华东师范

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 年攻读该校图书馆学专业，获文

学硕士学位。1985 年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1988 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学习图书

馆学与情报学，1992 年获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5 年 9 月上海图书馆与

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任副馆长和副所长。2002 年 1 月起任上海图书馆馆

长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现为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清凉桐影：“跟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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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样，都是读的外语专业，然后来图林了。印象中外语专业和计算机专业来图

林然后成为专家的人有好多啊。”云卷云舒：“邱均平，马费成，情报界的大佬，

基本都是学理工唉出身。”麦子：“@清凉桐影 这个过程比较自然，我后来是读

比较文学的（美国没有光读语言的），再读了图情。后来遇到的中国人里，在美

国主要是读历史和中文的，只遇到过一两位是一直读图情的。而美国人里，背景

五花八样，当然人人是图情硕士，但没遇到过读本科和博士是图情的，我也似乎

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上面这段话，如果仔细看是有很大信息量的。我想@云子 是

理解这点的。”清凉桐影：“@麦子 如果关注过之前圕人堂您和其他老师的发言，

也可以体会到您这段话里面的信息量。”印度阿三：“所以杂家成图林大咖，本

硕博图只能哈哈哈。”

1.8图书馆员从业抒怀

图谋：“从事图书馆服务 70 余年的图书馆员刘少雄先生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156.html。世易时移，从事图书

馆工作 30 年的不是很多。前几天群里八卦担任图书馆领导职务 20 年以上的，越

来越稀缺。”烟蕴：“图书馆能做一辈子的真的很不容易。”图谋：“这个话题，

如果感兴趣，可以进一步索隐。可以衍生出许多话题，比如图书馆职业生涯、图

书馆职业发展、图书馆职业规划……诸如此类。”鲲鹏展翅：“@图谋 《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中层领导任满两届要进行轮岗，所以以后从业

满 8年-10 年都要进行调整。”图谋：“正是因为这样的大环境，更加稀缺。因

此表述上也有变化——‘担任图书馆领导职务’。” 水秀：“意义呢？”图谋：

“增广见闻。”水秀：“我差不多从事图书馆工作 30 多年了。”易乐：“我也

有 30 多年了。”水秀：“各部门都做过了。”

gaozy：“@图谋 我有点疑惑：现在教师从教三十年，颁发荣誉证书。乡村

教师还是教育部，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证书，级别很高的荣誉，体现了对教师的

重视。公图的且不算，高图也在教育单位，别人也叫一声老师，为啥不能有这个

证书？或者中图学会自己做一个，给公图与高图的超过三十年的馆员发发证书。

也不是想什么好处，主要是感受这份职业带来的荣誉感。也是体现了对这个职业

的尊重。”徐徐清风：“你们不是领导的话，没人约稿请你们写从业抒怀，自己

不说没人知道……当领导 20 年以上就惊动图林了。”寇子-*：“哈哈哈，官本

位文化，官位就是能量。”水秀：“实际上有些馆长并不了解图书馆。”易乐：

“哈哈哈，默默为图书馆事业在奋斗。”寇子-*：“@gaozy 让圕人堂给大家颁

发荣誉证书吧，我觉得这个可以有。我们都认可。”水秀：“20 年也说明不了

什么。”印度阿三：“@徐徐清风 这话太实了。”广州书童：“默默耕耘十几年

了。”gaozy：“@寇子-武汉大学 这球看来得传到图谋处了。只要图谋发，咱们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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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可。”

天行健：“@gaozy 河南高校图工委就有这样的从业 30 年之类的证书，各高

校图书馆进行人员申报。”水秀：“湖北省高校图工委也发过的。”广东小*：

“@gaozy 广东图书馆学会有相关的证书。关于向图书馆退休职工颁发终身服务

荣誉证书的决定。为了弘扬图书馆精神，表彰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并为发展广

东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同志的敬业精神，鼓励全省图书馆工作者敬业爱岗，

努力工作，持之以恒，开拓进取，经本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特向累计在各

类图书馆工作 30 年，其中在广东工作 5年以上，并在图书馆退休的同志颁发荣

誉证书，以资鼓励。申报办法：个人申请或单位推荐，向学会提交申报材料，材

料不超过三千字。”

gaozy：“@天行健 @水秀 @广东小肥羊 原来零星各地已有这类荣誉，经过

圕人堂一讨论，能不能将级别提高。如各地学会，高校图工委收集申报，由如中

图学会，或教育部高教司等机构部门统一认定？这种事关圕人荣誉的事情应该是

越高越好，越权威的机构认定越有利。好事做好。”图谋：“江苏省高校对从业

20 年以上的图书馆员也算提供了表彰机会。比如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情报咨询

工作、读者服务工作等先进个人。”雨田：“在学校工作 30 给三十年证书，我

问了跟教师一样发证书 ，不知道其他学校图书馆给不给。”图谋：“关于从业

抒怀，圕人堂挺欢迎的。可以以多种形式交流与分享。群里从事图书馆工作 30

年以上的成员，估计也会有好些。担任图书馆领导职务 20 年以上的会有多位。”

807479*：“‘从事图书馆工作 30 年的不是很多’？ 应该是‘大部分’吧。也

许当馆长或副馆长超过 30 年的不是很多。”

1.9图书馆员的角色是否可替代？

雨过天晴：“图书馆员的角色无可替代。http://url.cn/5Jbp9hb。”麦子：

“可惜都是图书馆人自己说的。”广州书童：“@麦子 说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麦子：“可能这些人比较重要，反正我上班的角色是完全可以代替的，但这群里

的角色估计比较难代替，当然，你另外找个当图书馆员的小麦不算。”广州书童：

“我对我退休之前有没有这个职业，有深深的危机感。”麦子：“@广州书童 问

题的确严重。”西大-*：“其实，能好好工作到退休也是种幸福。”麦子：“我

一直有这看衰论是因为我是真关心这一行。@广州书童 。”641252：“有公共图

书馆法了，有图书馆，就有馆员，放心吧。”麦子：“如果大佬们真的关心这行，

首先要做的是：停止任何外包和招聘临时工。”广州书童：“我也非常关心这一

行啊！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能不关心？@麦子 。”麦子：“另外就是建立门槛，让

非图情的不得入这行。”szabiao*：“书童一直担心会失业啊！”

雨过天晴：“公共图书馆更安全。”113663*：“麦子的建议现在在国内已

http://url.cn/5Jbp9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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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步在做了，现在很多招聘都是要图情专业。另外，临时工的问题，暂时估计

还不好解决，主要是工作编制种类多样，如事业编、人事代理、劳务派遣，这三

类还是签订合同的，还有直接就是聘的临时人员等，没办法，事情多，但给的正

式编制不足。主要是控编。”209206*：“强制生二孩了，不会失业。”天津财*：

“放心吧，国家的想法是大众创业创新，肯定不会失业的，门槛只会降低。”

szabia*：“老同学这么自信？”广州书童：“……你们似乎没有看到问题的实

质，麦子老师说的深刻一些。”雨过天晴：“高校图书馆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数

时候就是个安置站，‘疗养院’现象至少在地方普通院校仍占主流。”广州书童：

“不是图书馆员这个职业消失，而是这个职业被外包、被购买服务、被边缘

化……”雨过天晴：“领导夫人，引进博士夫人安置站。”广州书童：“我们这

一代人，谁说不会是最后一代带‘编制’的图书馆员呢？”209206*：“没有吧。”

雨过天晴：“不是说这就一定不好，问题是不论专业一锅端。”

广州书童：“谁敢打包票说不会被外包？不会被劳务派遣？”64125255：“图

书馆员也必须的得到自己信念的支持（即使是骗自己的），要不然惶惶不可终日，

被淘汰的更快~。”209206*：“南京大学有个博士后，夫人都没安置岗位。”麦

子：“@广州书童 是啊，地位继续降低，待遇减少，到时还有人为了理念来做吗？”

广州书童：“我没有惶惶不可终日，我是有危机感……危机感，居安思危……懂

不？”209206*：“我们基础工作都外包了，编目也外包了。”雨过天晴：“有

时候吃饱了撑的我忧心忡忡，这样下去再过些年等我们这批退休了，基本没有图

情档专业出身的了，虽然我们很多人学历低，当年总是专业对口分来的。”广州

书童：“理念能让你不吃饭喝水饱吗？能让你在一线城市立足吗？能让你安居乐

业 养家糊口小康生活吗？”szabia*：“只有架起锅来煮白米，没有架起锅煮道

理的。”

1.10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

123949*：“请问群里哪位同仁有《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doc 版？能否共

享一下，谢谢！”869450*：“@bluebaby 要建新馆么？”123949*：“对啊。”

209206*：“数了数这一次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中的指标数量【校订版】

http://url.cn/5yfdURE。”123949*：“我们现在的地方被征用了。”209206*：

“现在经济下滑阶段，哪来的钱建新馆？”123949*：“呵呵，我们是把我们这

块黄金地皮卖了，然后跟老板说我们要在原地留一个地方建。”869450*：

“@bluebaby 迁建，而不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法重视才新、扩建 ，好地给腾出来?”

123949*：“我们卖了 60 多亩黄金地皮，然后留 900 平米给我们建一个 3000 多

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楼王啊，学区房。3000 多平米的图书馆。”szabia*：“900

平方的地，建 3000 平米的图书馆？”123949*：“建高一点啊。”869450*：“900

http://url.cn/5yf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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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米占地面积，怎么设计，别上当了。”123949*：“我们经常都是上当的。都

习惯了，领导跟我们这样说的。”szabia*：“去掉绿化，用地去了三分之一，

600 平一层，建个五层，用来干啥啊？”广州书童：“60 多亩就是 4万平方米左

右。”123949*：“建一个又高又瘦的。”广州书童：“按照 2 容积率可以改 8

万平米，你们要求配套 5%公建配套，都能搞个四千平米啦。”869450*：“图书

馆原占地多少亩？”123949*：“原来我们就两层，2400 平米。我们 ZF 没钱了，

不卖地都不行了。”清凉桐影：“地方领导没你们聪明？都在这当诸葛亮。”广

州书童：“2400 给搬走了，搞剩下 900……”szabia*：“大不了在大剧院门口

挂个图书馆的牌子。”123949*：“嗯嗯。”szabia*：“有什么打紧的。”123949*：

“到时候我们图书馆旁边是 2栋 18 层的电梯房。”szabia*：“结果你们图书馆

修了 19 层，每层 200 平。”869450*：“1200 换 9002400 换 3000，看后一个是

赚了。”123949*：“19 层，那是不可能的。”清凉桐影：“19 层，每平 200，

技术能不能实现先不说，这造价搞不好比人民大会堂都高。”

1.11如何看待某数据商“垄断”？

中原劲草：“多名学者和机构集体批*网：垄断的*网，形式主义的查重，

学术机构的不作为。http://url.cn/54lqn8q。”807479*：“前几日是谁说*

网不存在垄断？”豆洪青*：“唉，看看*网今年能否不涨价。”807479*：“*

网，在论文检索领域的垄断，就像微软在电脑操作系统上的垄断一样，是消费者

无法抗拒的。据某大学表示：‘维普和万方的数据库价格都只是*网的零头，学

校购买十年维普数据库使用权的费用还没有*网一年的高。’。”豆洪青*：“万

方不便宜，维普便宜的。”豆洪青*：“跟理念不一样，维普老总说，数字资源

以后准备免费使用。”306058*：“维普数据更新慢。”豆洪青*：“其实，现在

主要的核心刊物目录，都可官方浏览到的。数据库更新速度，对科研没什么太大

的影响。”

1.12香奈儿老佛爷的藏书

913030*：“300,000+藏书，香奈儿老佛爷告诉你什么叫「顶级书迷」！

http://url.cn/5U5PKUn。”807479*：“300,000 本图书，不一定每本都读吧？

300,000 本图书，按每本 100 页计算，共计 3000 万页，按一天读 3000 页，要读

10000 年。”張濤：“癖好吧，就像收集杯子一样，收藏的几乎 80%没用过。”

807479*：“该微信说：‘更令人吃惊是，他知道每本书的内容’。如何验证的？

严重怀疑。”湖商陈*：“你已经输了。”807479*：“不能认真。”869450*：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经。”807479*：“读都不读，就知道内容，神人啊！”

谈天：“复本量世界排名第一。只有一本书的内容。”913030*：“他修真了。”

http://url.cn/54lqn8q
http://url.cn/5U5P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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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濤：“也许真有那么厉害的一个人。”

1.13高校博物馆

807479*：“高校博物馆：养在‘深闺’几人识？比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2016 年 9 月 11 日到 2018 年 10 月 29 日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接待观众约 99 万人

次，这对于一座高校博物馆来说并不算少，但与公众博物馆比起来就显得有些微

不足道了。要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仅在今年 2月 6日一天就迎来了近 7万名

观众，2017 年全年参观人数则超过了 800 万。究其因，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尚

未形成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高校博物馆对外开放不足。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2/423071.shtm。”869450*：“对

社会公众开放吗？”350652*：“高校博物馆对外开放很有限。我校有个工程认

知博物馆，真的很不错，只有周六、日对外开放，而且时间很短。不过有学生志

愿者讲解，5 个大区，有不少古董。”913030*：“国内好几所高校都开了货币

博物馆。”卢图小魏：“这是一封志愿者的感谢信，一名 00 后，高二年级的学

生，用信的形式表达对我们的感谢。”图谋：“哇，看到一颗小红心。莫非是情

书？”807479*：“展示一下嘛。”113663*：“我臆测里面只有一个字：您。”

图谋：“原来只有一个字呀，我以为此处省略 1200 字。”113663*：“我也臆想

了这一字千金的含义：心上有你。说明服务很受用户认可。一般现在这种表达很

少，这是真的爱上图书馆。”图谋：“卢图小魏秀那张图片的意思，大概是走过

的、路过的，给个双击，加个关注——揭晓谜底。开了个小玩笑，期待可以分享

更多背后的故事。圕人堂期待展示圕人故事。”

1.14关注群相册“镜头下图书馆的模样”

图谋：“以前曾考虑过用‘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的图片作为配图，

估计挺养眼的。特别是麦子老师分享的大量美国图书馆照片，张张都是风景画。

‘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的图片，值得群成员进一步关注与利用。刚才浏

览了一下，圕人堂群相册中，关于国内外各类型图书馆照片估计超过 5000 张（很

大比例是麦子老师分享的）。”麦子：“过奖过奖。”图谋：“这是您给圕人堂

奉献的超级大礼包。”372779*：“给麦子大师颁奖 2018 年突出贡献奖。”807479*：

“也许说明国内的图书馆不漂亮。”麦子：“@biochem 我觉得事实并不是如此，

而很多人认为如此。”木木贝：“和摄影技术也有很大关系。”807479*：“国

内的很多图书馆确实不漂亮，有的破破烂烂。”图谋：“我自己也走过一些图书

馆（大多在群相册中分享过），若干细节方面确实差距很大。”biochem：“我

拍过几张。”麦子：“可能类同或没有特色吧？”图谋：“欣然读书老师分享的

大量关于英国图书馆照片也挺美的，视觉上与麦子老师分享的感觉很相似。”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2/42307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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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图书馆内部分工职责

小洋：“今天开学第一天，我们同事把报账的工作推给我，说要去流通部。

我说我上学期已经接了期刊编目了，做不完那么多。”807479*：“多劳多得。”

小洋：“哎，有的时候觉得很寒心，图书馆工作职责不清，如果好说话，就会被

塞很多工作给你。807479*：“能者多劳。”小洋：“都是拿一样的钱。我也要

学习，也要做科研，也要提升自己啊。”807479*：“‘如果好说话，就会被塞

很多工作给你’。我就是啊，在学校经常熬通宵整各种材料。”清凉桐影：“@biochem

你没喊你的学生干啊。”小洋：“然后干了，出错了，人家还说都是他的错，跟

我们没关系。”807479*：“干得多，出错的机会也多。受累不讨好。再干几年

退休了。”小洋：“到了年底，顶多给你个优秀，大家再说你好辛苦。”807479*：

“优秀是领导的。”小洋：“你不是去扶贫了吗。”807479*：“跟咱老百姓一

点儿关系没有。”小洋：“领导也要给你的，不然明年没法忽悠你干活。要是你

发点脾气，大家就回会说这个人好屌，思想不好。”木木贝：“年轻人嘛，在上

了年纪的人眼里看来，就应该多干活，多奉献。”小洋：“我觉得我应该多提升

自己。我是年轻人，拜教授也是年轻人吗？”503682*：“还能跨部门用人？”

木木贝：“我们馆以前有个资深女老师，口头禅是年轻人要有奉献精神，力

气是藏不住的。经常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教育。”碧海潮生：“木木贝感同身受。”

503682*：“给年轻人机会是好事，就怕打压。”小洋：“图书馆不会打压的，

都是把机会给你，自己站后面。”503682*：“这也不是怪事，各馆情况不同。

图书馆本来事就不多。那两件事是不同部门的事吧。”476096*：“给年轻人机

会是好事 。”惠涓澈：“有一匹年轻的千里马，在等待着伯乐来发现它。商人

来了，说：你愿意跟我走吗? 马摇摇头说：我是千里马，怎么可能为一个商人驮

运货物呢? 士兵来了，说：你愿意跟我走吗?马摇摇头说：我是千里马，怎么可

能为一个普通士兵效力呢? 猎人来了，说：你愿意跟我走吗?马摇摇头说：我是

千里马，怎么可能去当猎人的苦力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匹马一直没有

找到理想的机会。一天，钦差大臣奉命来民间寻找千里马。千里马找到钦差大臣，

说：我就是你要找的千里马啊!。钦差大臣问：那你熟悉我们国家的路线吗?马摇

了摇头。钦差大臣又问：那你上过战场、有作战经验吗?马摇了摇头。钦差大臣

说：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呢? 马说：我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钦差大臣让它跑一

段路看看。马用力地向前跑去，但只跑了几步，它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你

老了，不行!钦差大臣说完，转身离去。今天你做的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努力都是

在为你的未来积累能量，今天你所经历的每一次不开心、拒绝，都是在为未来打

基础!不要等到老了跑不动了再来后悔!年轻时，不要拒绝历练的机会，所有的经

历都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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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这碗鸡汤我喝了，不知道拜教授能不能喝下去。”惠涓澈：“我在

本职工作之外，被临时安排或抽调做过很多事情，当时内心有过不情愿，后来没

有后悔过，甚至还庆幸不已。”807479*：“不知不觉已喝了三十多年了，马上

要退休了。”小洋：“我觉得工作职责的事情，分给谁就是谁，不能说谁好讲话，

就交给谁做。既然这样，那还分了干嘛，直接交给好讲话的人做就行。”木木贝：

“图书馆的工作其实不用分得这么清，其实都是大家的工作，既分工又合作，做

好本职工作之余，对于领带交办或同事转交的其他工作，能及时做好就及时做，

没时间就说清楚，大家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再决定怎样处理。”feiko：“实际

上是老实人累死，关系户闲死。”木木贝：“我馆负责新闻稿撰写的同事，开始

的头几年，每篇新闻稿都让我帮忙修改，即使是现在也会偶尔找我。”芷芸：“@

小洋 赞成，责则分明，该谁的事谁担责，至于一时半会儿忙不过来，帮忙可以，

但还是你主导。”惠涓澈：“比如，西文刊的馆藏整理，数据上传；本科评估时

抽调临时组建的材料组时长半年多；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参与申报组；尤其是西文

回溯建库工作，直接甩给我一个人，我在日常工作之外，招聘 10 个勤工俭学学

生，圆满完成任务。这些，馆里没有给我任何奖励。但是，我获益良多。”小洋：

“报账一共是办公室的事情，我跟她又不是一个部门的，还说要交给我，让我如

何想。”惠涓澈：“不是领导，她能够随便交你工作？也太随意了。”小洋：“临

时工作就不讲了。她想把她的工作都交出去，然后去流通。”惠涓澈：“接收工

作必须是领导安排，帮忙另说。”

1.16一百七十多万册图书如何搬迁？

209206*：“一百七十多万册书怎样迁移呀？”惠涓澈：“鼓励学生就地借，

目的地还，是有先例的。”惠涓澈：“不过时间是个问题，一般放假前比较合适。”

807479*：“而且借书数量没有上限。”惠涓澈：“放开让借。”二木：“组织

好搬迁更实用些，一来学生再怎么借，对于一百七十万这个基数都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二来借多了，到时归架也是麻烦事。有序下架搬迁更好些。”807479*：

“几万学生，每人借几十本书。不是难事啊。”惠涓澈：“工程浩大，我上学期

刚刚腾过一个库，大概 3万册吧，只是下架打包挪移到地下。”自由的*：“照

搬故事，不现实。有序下架，打包，搬运。”807479*：“最好找搬运公司吧。”

209206*：“搬运公司人工很贵的。”793623*：“这事慎行。某馆曾号召过学生

多借书来帮搬家，但很多学生借了很多，没搬馆前又纷纷来归还。学生的理由是

借太多，宿舍放不下，占地方，另外怕丢。”二木：“编号，下架，打包，搬迁，

按编号拆包上架，微调我们当时是这么搬的，因为两校区学生不流动，不能让学

生旧馆借新馆还。”惠涓澈：“没有太好的办法，是个必须保持有序的劳心事。”

木木贝：“各有利弊，因地制宜，因馆制宜。”807479*：“不闭馆 不影响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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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理工 230 万册图书‘机智’搬家中国江苏网 2016-04-12 09:50:23 工作人员

对图书馆里的书籍分类，近 5年有至少一次借阅记录的归为‘活书’，被借阅过

1次的‘活书’留 1个副本在老馆，被借阅 10 次以上的‘活书’留 2-3 个副本，

依次增加。其他图书被归类为‘死书’，例如几十年的教辅书，早已无人借阅，

还有的书多达几十个副本，这类书就直接被送去密集书库。从每 10 万册图书中

抽出 2%的图书，共有近 5万册。然后，对样本进行分析、建模，预测出‘A-Z’

每一类图书大致需要占多少格。这样，不同种类的图书就可以同时上架，节省大

量时间。https://www.toutiao.com/a6272488703857197313/。”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鲍鹏山：图书馆应该是天下最保守的地方

2019-2-22 09:06

摘编自：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第 12分会场著名学者鲍鹏山教授《图书馆应该

是天下最保守的地方》报告。 保守：保存守护。儒家与道家：保守主义者。 老

子是什么人？保守之人！周守藏室之史，中国最早知名的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的

名字叫守藏室！守藏室者，保守之室也 ...

个人分类:圕人堂|18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从事图书馆服务 70余年的图书馆员刘少雄先生信息辑录

2019-2-20 09:15

1 程焕文.刘少雄先生生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uw80.html
2014-06-29 14:35:44 刘少雄先生，原名刘佛鑑，1922年 9月 25日诞生于广东增

城石滩镇麻车村二境岗下坊一个贫寒家庭。1942年 4月，经伤病兵政训员符笃

初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工余有暇时，刘少雄先生常帮人抄写文稿，经 ...

个人分类:圕人堂|39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来和未来

2019-2-19 16:32

摘编自：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来和未来——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6）：7-12. 《大学图书馆报》2018年第 6期刊发陈建

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来和未来——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该文总结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文化底蕴、价值体系和战略思考，探讨大学图书馆的本来根基、 ...

个人分类:圕人堂|52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2019-2-19 10:27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高校图书馆业态在变化，涌现了一批概念，比如数字图书

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纸图书馆、复合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由传

统图书馆的实体信息资源主导发展为以数字信息资源主导。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https://www.toutiao.com/a62724887038571973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51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351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51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51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351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51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351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1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315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15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15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315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15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315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06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30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06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06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30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306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306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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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 CERNET始建于 1994年。1998年是我国的“上网年”，1998年 7月初中国

互联网络 ...

个人分类:圕人堂|160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及其思考

2019-2-17 16:18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及多个省市（陕西、江西、湖北、江苏、

上海、四川）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先后发布了 2017年高校图书馆

发展报告。笔者在关注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并予以摘编。 依据吴汉华、王

波、朱强《2017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大学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66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领域常见名词选辑

2019-2-16 22:52

图谋按： 图书馆领域常见名词选辑，共选录 43个名词。名词释义源自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术语在线网站（http://www.termonline.cn/）中《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先选录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

事业等“基础名词”，再将图书馆分成五大要素（空间、资源、服务、管理、人员）

进行编 ...

个人分类:圕人堂|79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9 年 2 月 17 日 22：41，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总用户数达 2002

人。

（2）2019 年 2 月 22 日 14:00，群成员达 2168 人（活跃成员 505 人，占 23.2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299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99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99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299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99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299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64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264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64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64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264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64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264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54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25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54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54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25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254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2548


圕人堂周讯（总第 250期 20190222）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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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047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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